


 

 

填 表 说 明 

 

 

1．申请编号由学会统一填写 

2．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 个汉字 

3．成果曾获奖情况不包含商业性奖励 

4．成果起止时间指研究时间（教育研究类）、实践检验时间

（教育实践类）。 

5．申请书用 A4 双面打印，正文内容应不小于四号字。需签

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成果简介 

1.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服务地方数字化经济建设过程

中呈现出诸多难题，本成果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1）通过分类培养

和实践能力提升，解决了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差异化问题；（2）通过产

学研机制和实践基地建设，解决了研究生服务创业能力提升问题。（3）

通过加强国际化交流，解决了培养环境的多元化问题。 

2.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采用“三点四类”方法构建分类分层次培养体系。为满足

信息行业需求，分博士、学硕、专硕、工硕四类培养方式，通过优化

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区分培养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 

（2）采用“教研赛结合”方法建立创新实践能力提升平台。为

提高创新实践能力，融通课程、实践、项目、竞赛环节，在课程中强

化基础，实践中训练领悟力、项目中培养科研能力、竞赛中提高创新

协作能力。 

（3）采用“校企协同培养”方法创建产学研融通式培养机制。

为实现研究生培养与产业发展的统一，通过校企共享优质资源，学术

小组与企业专家定期交流，邀请企业导师授课等形式，进行双创教育。 

（4）采用“分层次多样化”交流合作方式构建开放协作的培养

环境。为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构建了常态化的学术小组内部交流机

制，建立了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模式。 

3.创新点 

（1）培养机制创新：建立了以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产学

研长效机制。创新的研究平台，完善了学术研究的保障机制，校企协

同指导，研究生深度参与技术研发，多渠道交流构建了新的培养机制。 

（2）育人模式创新：构建了导师主体与实践育人相结合的协同

育人新模式。以“思想引领、人文关怀、文化传承”的可持续育人环

境，丰富了育人内涵。形成了创新驱动，学生自律的育人新模式。 

4.应用及贡献 

（1）优秀人才培养，应用效果好。共培养研究生 107 人，研电

赛连续两年获全国一等奖，共 71 人次获奖，共获全国奖 15 项，华东

赛区奖 12 项，获国家奖学金 16 人 30余万元，40 多人进入华为、诺

基亚、爱立信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称为技术骨干。 

（2）成果国内外推广，社会效益好。负责人受邀在全国第九、

十届研究生教育大会上做报告，交流教育实践成果。承担研电赛华东

赛区 6 省测评，37所高校 400 多支队伍参赛。组建杭电-白俄罗斯研

究生国际学院，开展全团队国际化交流，推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程。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程知群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年 03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博导 

联系电话 0571-86919081 现任党政职务 院长 

电子信箱 zhiqun@hdu.edu.cn 邮政编码 310018 

通讯地址 浙江杭州下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1. 教育部首届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2018 

2. 校研究生十佳“我心中的好导师”称号，2018 

3. 第十三届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

2018.8 

4. 第十二届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

2017.8 

5. 第十届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

2015.8 

6. 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东赛区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2013.7 

7. 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电子学会，2013.8 

8. 研究生教学成果三等奖，中国电子学会，2013.8 

9. 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3/3, 2012年 

10. 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3/3, 2012年 

11. 2014年第九届研电赛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奖，2014 

12. 2016年第十一届研电赛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奖，2016 

13. 2018年第十三届研电赛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奖，2018 

14. 2018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华为杯首届创芯大赛优秀组织奖，

2018 

15. 2018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研究生组），2018，1/5 

16. 2018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本科生），2018，7/9 

17. 2016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本科生），2016，7/9 

18. 2015校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2015，1/3 

 

 



主 

要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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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 

1．主讲学术型研究生课程：“射频通信模块设计与应用”，32 学时/年，

40人左右/年； 

2．主讲专业型研究生课程：“电路设计原理与方法”、“射频接收端模块”、

“射频发射端模块”和“电路加工和调试分析”，32学时/年，40人左右/年； 

3．主讲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 

4．主讲研究生课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发展前沿专题讲座”，32学时/年，

200人/年 

5．主讲研究生全英文国际化课程课程“Microwave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32学时/年，20人左右/年； 

6．主讲本科生课程“通信电子电路”双语教学，64学时/年，80人左右/

年； 

7．主讲本科生课程“电子信息类学科导论课”，16学时/年，480人左右

/年；。 

8．指导学生创新实践：指导研究生获得全国电子设计竞赛 2015、2016、

2017、2018 分别获得一、二、一、一等奖 3 项，获得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

三等奖各一项。指导本科生发表 SCI论文 1篇。 

二、教学改革项目与成果 

1. “新工科背景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8； 

2. 第二期来华留学生英语品牌课程“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Circuits”，教育部，2016 年； 

3.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研究”，浙江省 2015 年

度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4. “支持多种题型的网络答题平台及大数据应用”，浙江省 2016 年度

教育技术研究规划课题； 

5. “信息化时代电工电子实验开放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浙江省 2016 

年 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6. “模拟 FM 通信综合仿真系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5 年度虚拟

仿真 实验项目 





第(二)完成人 

姓     名 
刘国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年 03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3989483722 现任党政职务 无 

电子信箱 ghliu@hdu.edu.cn 邮政编码 310018 

通讯地址 浙江杭州下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研究生组），

2/5,2018 

2.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5，2018 

3. 青年教学新秀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8 

4. 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4/9，2016 

5. 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浙江省教育工会，2015 

6. 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 

7.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电路与系统），教育部，10/20，2018 

8. 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东赛区优秀指导教师，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6 

9. 校“十佳教师”荣誉称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5 

10. 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5, 2012 

11. 校教学杰出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2 

12. 校教学优秀奖 3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1、2014、2015 

 

 

 

 

 

 

 

 





第(三)完成人 

姓     名 
王光义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7年 03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二级）/

博导 

联系电话 0571-86915104 现任党政职务 无 

电子信箱 wanggyi@163.com 邮政编码 310018 

通讯地址 浙江杭州下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研究生组），

3/5,2018 

2. 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完成人，2016 

3. 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二完成人，2009 

4. 国家教学团队（电工电子实验）带头人，教育部，2009 

5. 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2006-2017 

6. 国家级电子信息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2014-2016 

7. 浙江省高校优秀教师，浙江省政府，2012 

8. 浙江省第二届师德先进个人，浙江省教育工会，2011 

9. 浙江省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教育厅，2014 

10. 高校优秀教师三等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1999 

11.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团体全国三等奖-指导教师，2012 

12.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东团体二等奖-指导教师，2012 

13.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东团体二等奖-指导教师，2016 

14. 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09 

15. 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第一完成人，2007 

16. 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省教委，独立，1997 

17. 山东省优秀教师，1997 

 

 

 













复 

评 

意 

见 

复评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学会理事长签字： 

年    月   日 

五、附件目录 

1.反映成果的总结（不超过 5000字） 

2.其他相关支撑材料，将电子版（pdf 格式）刻到光盘内提交，需列出光

盘内支撑材料目录。 

 

 

 




